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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是一个组织在面对逆境时能够从容不迫，屹立不倒的能力，无论中断起因如何，他们都能高效且有效地恢复正常。对于一个现代 IT 组织，弹性是指他们根据业务优先事项
和企业风险来调整其安全性、数据保护和可用性策略，而不是因循与基础架构层相关联的传统方法行事。这样可以确保业务流程与应用程序紧密关联，因为实际上用户正是通
过这种方式使用服务的。 

要实现“无中断数字业务”的承诺，就必须尽可能为客户减少停机，确保事务不会丢失，并且在不影响安全性和治理的情况下，跨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利用更广泛的弹性
功能。为此，必须充分了解企业范围的风险、威胁和依存关系，并在调整 IT 战略和路线图之前把握相关要求。 

探索 Dell Technologies 的
业务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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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如何实现业务弹性以支持无中断数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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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力远程员工高效工作？富有弹性的数字业务的特征
Dell Technologies 已经帮助许多组织改善弹性状况以支持数字业务。  
以下总结了各项改进计划的一些共同要素。

详细了解业务弹性、应用程序连续性和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1 就业务成果（如成本优化和再投资、终端用
户体验、上市速度和工作负载/应用程序优先
级）达成共识。这一步可为可持续的弹性现
代化之旅做好准备。

2 没有理想可靠的数据，您就无法做出合理的
决策。业务影响分析和业务流程、应用程序
和系统映射为制定符合业务要求的战略奠定
了良好基础。 

3 尽可能全面实现自动化，以加快和简化手动
流程。DR 编排是资源和文档密集型操作。
自动化可加快流程。

4 通过实施应用程序连续性，为管理计划内和
计划外停机做好准备。对应用程序组而不是
整个数据中心执行故障切换和故障恢复。能
够定期故障切换整个业务流程，并在备用设
施中运行一段时间。

5 探索将公有云用于灾难恢复，包括备份和归
档。

6 设计运行良好的数据保护计划，确保数据得
到保护并满足业务恢复 SLA。 7 通过实施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解决

方案，做好准备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威胁，
确保业务关键型数据受到“安全隔离”保
护，可随时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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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Dell Technologies 的业务弹性服务

您将如何实现业务弹性以支持无中断数字业务？

Dell Technologies 业务弹性服务致力于帮助客户构建广泛的可用性和恢复功能，从而影响技术和策略，并更有把握地从任意类型的中断进行恢复。我们的服务相辅相成，可提
供全面的业务弹性。 

通过利用虚拟化、自动化和编排
技术，将传统的单体体系结构打造
成现代化的基于 API 的高度虚拟化
环境，确保应用程序和业务流程的
移动性。

通过构建持续的应用程序可用性和/
或快速恢复，尽量减少停机。

重点打造 RPO 体系结构，尽量减
少事务丢失。

可用性

提供成本优化的数据保护，与企
业级风险管理保持一致。

利用基础架构即代码自动化重构新
环境，并加快大规模恢复的速度。

运行恢复

通过实施安全隔离的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存储区，利
用技术实现数据不变性、流程自动
化和安全分析，做好准备应对新兴
威胁。
 
保护从破坏性网络攻击恢复到生产
所需的知识产权、应用程序和关键
数据。

强化您的系统。

网络恢复

细化战略和实施，包括区域外的
故障切换和云 DR。

通过定期测试增强 DR 操作的把握
性和效率。

灾难恢复

实施风险和危机管理，并与 IT 
DR 部门密切合作，确保运营连 
续性。

业务连续性

借助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启动有助
实现更高弹性的流程，打造无中断数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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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弹性最佳实践

• 实现堆栈范围的可靠性，以提高服
务可用性

• 除演示灾难恢复外，还演示运营和
网络恢复

• 转向业务连续性与技术方法

• 根据定义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平衡成
本和风险

• 定义和验证严格的测试目标和详细
的成功标准

• 制定技术恢复方案，及时更新策略
和程序文档并确保完整性、全面性

• 了解威胁和风险，对其进行评级，
并制定相应的缓解策略

• 构建能够支持业务运营的备用
站点 

• 基于应用程序优先级和 RPO/
RTO 要求，协调业务和 IT

• 管理人员记录、执行和批准风
险和威胁缓解策略

• 高管层的承诺

• 明确战略和战术计划规划流程

• 关键人员接受培训，为响应做好
准备

• 开发和测试应急响应和危机通信
功能

• 安排正式培训并制定宣传计划

成果 处理 技术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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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行动
无论您身在何处，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都可以助
您一臂之力，提高远程员工工作效率和落实数字业务计
划。我们不仅可以帮您通过确立清晰的愿景使利益相关
者达成统一的目标，还可以帮您确定实现未来目标需要
的后续行动。通过协作方式和可行方法与产品组合的结
合，我们可以帮助您在现在和未来不断提升业务效率和
敏捷性。 

请联系您的 Dell Technologies 代表，了解我们可以为您
提供哪些帮助。

© 2021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Dell、EMC 和其他商标是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 
其他商标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2021 年 3 月

详细了解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联系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专家探索

后续行动

立即联系专家

6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ervices/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ontactus.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ontactus.htm

	Cover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Button 211: 
	Button 213: 
	Button 215: 
	Button 212: 
	Button 214: 
	Button 217: 
	Button 218: 
	Button 219: 
	Button 220: 
	Button 221: 
	Button 222: 
	Button 223: 
	Button 225: 
	Button 228: 
	Button 229: 
	Button 230: 
	Button 224: 
	Button 232: 
	Button 233: 
	Button 234: 
	Button 226: 
	Button 237: 
	Button 239: 
	Button 240: 
	Button 227: 


